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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对视60秒
就能爱上彼此吗

“眉目传情”可不是说着玩的。研究发
现，经过注视后，两个陌生人的感情会迅速
升温。研究者将96名陌生人，男女搭配分为
48对，之后给参与者分配了不同任务。

两分钟后，研究者问询了参与者的感
受。结果发现，比起单方面凝视或被凝视，
互相凝视组情绪更强烈，更喜欢对方。

不过，如果一直被直勾勾盯着，也让人
毛骨悚然，首次眼神交流时，多长时间比较
合适呢？

在收集了498名参与者的答案后，科学
家发现：平均而言，大家觉得最舒适的首次
注视时长是3 . 3秒，很少有人能接受对方在
一开始就死盯着超过9秒。

除了让人感觉更亲密外，彼此注视还
有很多神奇效应，例如：让人觉得对方更漂
亮。心理学家让32名男士评价同一位女士
不同视角的照片：一张直视，一张斜视。结
果发现，男性普遍觉得直视的照片更漂亮，
互相注视时间越长，觉得对方好看的程度
就越高。

研究者说，因为眼神交流能促进神经
系统分泌催产素和苯基乙胺。催产素号称

“拥抱激素”，它能让人更愉快、更关爱他
人，而苯基乙胺则是爱情的催化剂。

猫猫是“花痴”
不知不觉就中了毒

尽管猫猫是肉食主义者，但它就是喜
欢吃花花草草。很多植物对猫都是有毒的。
毒性较大的有：蓖麻子、熟地、山谷百合(铃
兰)、日本红豆杉、夹竹桃、杜鹃花、绣球(八
仙花)。一粒蓖麻子就能把猫咪活活毒死，
而槲寄生也是致命的。

喇叭花(牵牛花)、水仙、鸢尾、风信子、
金银花等对猫来说也是有毒的。圣诞树(比
如冷杉、云杉)、松针，甚至圣诞树底部周围
的水，都会让猫的口腔发炎、呕吐、腹泻、嗜
睡、发抖、后腿无力。一品红不算很毒，但可
能会导致猫咪肠胃刺激和呕吐。

通常人们并不把百合科的植物放在常
见有毒植物之列，但它们能让猫咪病得很
重。兽医和毒理学家认为，百合科植物是引
起猫急性肾衰竭的一个主要原因。

菊花有毒的部分是叶和茎。猫猫吃了
菊花后，会呕吐、腹泻、郁郁寡欢、流涎、食
欲不振。猫猫如果吃了水仙的叶子、花朵或
豆荚，可能导致拉肚子、呕吐或腹泻。

百合对猫猫来说是最毒的，摄入植物
的任何部分都可能导致死亡。所以，家有猫
猫的朋友，不要买百合回来了。

《细胞》发布长寿菜单
来试试？

美国南加州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的研
究者最近在《细胞》发布一份报告，提出长
寿饮食策略：碳水来源最好是红薯、土豆等
根茎类食物以及玉米、高粱等粗粮。面粉以
及面包、面条这类精制碳水应尽量减少。补
充一些鱼肉和少量白肉，不吃红肉和加工
肉；补充坚果和橄榄油等植物油脂。进食时
间最好锁定在一个窗口内，一般为11-12小
时。也就是说，如果早上8点吃早饭，晚上8
点之后就不要再额外进食了。

世界上有些长寿老人特别多的地方，
被称为“蓝色地区”，比如日本冲绳、意大
利撒丁岛等。居民的食谱大部分都是植
物来源，或者只吃鱼肉，比如冲绳人动物
来源的食物大约只占1%，蛋白摄入量处
于很低的水平。研究显示，蛋白过度摄
入，与死亡率增加和寿命降低有关。日常
热量来源中，蛋白质超过20%，全因死亡
风险会提升75%。

地中海饮食(水果、蔬菜、鱼、橄榄油为
主，辅以少量肉类)中，橄榄油和坚果脂肪
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植物脂肪越高，动
物脂肪和蛋白含量越低，死亡风险会下降。
与肉食者相比，纯素饮食全因死亡风险更
低，患癌症、高血压和糖尿病风险也会更
低。但由于缺乏某些氨基酸，骨折风险比肉
食者高出不少。 据科技日报、环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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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金狮狨的难忘一课

多年前，灵长类动物学家莉萨·拉普波
特在巴西看到了让她惊讶的一幕。一只金狮
狨妈妈将纤长的手指伸进一根树枝的空洞
里，那儿有只胖胖的甲虫，但它并没直接捉
住甲虫享用，而是低声唤来它的孩子，让孩
子自己去空树枝里掏出虫子。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好像
是按照课程大纲在给孩子演示，或者是教给
孩子如何找到食物。”拉普波特之所以吃惊，
是因为她曾被灌输过这样的观点：动物是不
会教学的，无论是言传还是身教。

这种怀疑正被逐渐打消。从2006年开始，动
物行为学家迎来柳暗花明的一连串进展：他们
先后在猫鼬(狐獴)、斑鸫鹛、华丽细尾鹩莺和岩
蚂蚁等多种动物中发现了“教学”行为。

要了解动物中有没有“教师”，我们首先
要搞清什么才算是“教学”。1992年，美国加州
大学野生动物学家蒂姆·卡罗和同事提出了
教学三要素：老师在学生面前是否做出了改
变，老师是否为教学活动付出了代价，学生
是否从中获得了知识或技能。

得到认证的“老师”岩蚂蚁

科学家们按照卡罗的教学三要素寻找了
多年，发现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之外，最接近

“老师”标准的是岩蚂蚁。
与其余种类蚂蚁不同，岩蚂蚁靠的不是

散发化学物质标记路线，而是记住位置坐标。
当一只岩蚂蚁“侦察兵”找到食物后，会返回
家中请求“搬运工”支援，它首先释放一种激
素，告诉另一只岩蚂蚁跟它走。老师先在前面
走几步，等着学生记住位置。学生记住后，会
用触角搭在老师后半身上，让老师知道它已
准备好迈出下一步。

套用卡罗的教学三要素，岩蚂蚁算是货
真价实的老师了。

“侦察兵”放弃了原有的行走速度，而是
缓慢地停停走走，这既是老师的改变，也是它
的付出，因为如果没有学生，它可以走得更
快；学生从中获得了重要技能——— 锁定食物
的位置。学生继而也可以成为老师，指导其余
岩蚂蚁认识路线。

很多人不能接受蚂蚁具有教学能力，因
此，有人在卡罗教学三要素基础上，增加了第
四个要素：老师必须对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
了然于胸。尽管这一标准很难界定，但卡罗还
是给予了回应，他认为，岩蚂蚁老师往前移动
时，静候学生做出敲打动作，这一行为本身，
就是在评估学生的知识水平或掌握程度。

人类近亲大猩猩不爱“上课”

所谓的“主动教学”，即父母通过示范特
意去教孩子。但其实，人类孩子通常是通过主
动复制父母的行为来学习的。

而类人猿——— 猩猩、大猩猩、黑猩猩的学
习方式，则是游戏和非复制性的社会学习，比
如，当一只猿对一个物体(或位置)产生很大
兴趣，那是因为它看到另一只猿在使用它。也
就是说，类人猿很少主动“上课”或“被上课”，
而是在社会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学习。

一个动物学习的著名例子，发生在上世
纪中期的幸岛，那里的日本猕猴“发明”了白
薯的新吃法：用水洗掉沙子，免得牙碜。

虽然学会洗白薯的猴子越来越多，但实
际上，猴子们并没有主动学习。当看到同类把
白薯放到水里，猴子可能因此产生了对白薯和
水的兴趣，自己也去摆弄，从而发现洗白薯的
好处；但它们不会主动教授或学习这一技巧。

灵长类动物需要学习许多生存技能，保
护野生灵长类的机构甚至会给红毛猩猩“上
课”，教它们识别可食的植物、躲开蛇等，但红
毛猩猩不给自己的孩子上课。

科学家认为，许多动物只要通过潜移默
化的影响，就能学到足够的生存知识，因此不
需要特别教学。在红毛猩猩、黑猩猩等大型猿
类中，孩子长时间观看母亲的活动，拥有许多
学习机会，不用“鸡娃家长”给它们上课。只有
无家可归的猩猩孤儿，才需要人类的教学。

狐獴的言传身教

英国埃克赛特大学的研究者通过对非洲狐獴的研
究，进一步揭开了动物之间“教”与“学”的秘密。狐獴又称
猫鼬，是中非地区独有的一种獴科动物。

狐獴是典型的群居动物，常以剧毒的蝎子为食。为确
保小宝宝安全，狐獴爸爸和妈妈会将蝎子杀死或将其制
服后再喂给孩子。待孩子逐渐长大，再循序渐进地给它们
稍微带有毒腺的蝎子。就这样，小狐獴一步步学会了如何
将蝎子的毒腺拖出来。

乍一看，狐獴父母作为老师，似乎知晓孩子能否处理
带有毒腺的蝎子。只不过，老师采用的并不是科学家口中
的“复杂认知系统”，而是学生发出的叫声。所以，狐獴并
不需要很高的智力，就能循序渐进地让小狐獴练习捕猎
技巧，避免被蝎子蜇的风险。

科学家试着将小狐獴乞食声的录音播放给成年狐
獴，结果发现，当在一群年幼的狐獴中，播放大孩子的乞
食声时，老师会被搞晕，将活的毒蝎子递给这些年幼的、
毫无经验的孩子。同样，如果在稍大点的狐獴群中混入年
幼孩子的叫声，老师也会被迷惑，然后喂给它们已被制服
的蝎子。这说明狐獴老师其实并不能判断学生会不会处
理毒腺，它们只是机械地回复孩子的叫声。

狐獴幼崽处理猎物的时候，成年狐獴还要肩负监督
的职责，看见虫子跑了，就帮着抓回来。许多幼崽一开始
拒绝和毒蝎子玩，这时老狐獴会不停地推它们，仿佛是在
催促小孩“别磨蹭，快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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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动容的“生存课堂”

以“绅士”著称的南极企鹅，也有独特的教育方法。它
们给刚学会走路的小企鹅喂食时，总是在跑步中完成。企
鹅父母明白，在食物匮乏的南极大陆，那些体弱的、跑不快
的小企鹅，迟早都得饿死。所以它们选择一边跑一边喂食
的方法，以保护那些跑得快、竞争力强的小企鹅。

母狐对孩子的教育更有系统性。第一步，它们将咬伤的
田鼠放在幼崽身边，鼓励孩子争夺。第二步，要求孩子与负伤
的田鼠格斗。最后是实战，带它们到树林、田野中去捕捉田鼠。

猎豹是靠速度吃饭的，而速度的训练需要从小抓
起。所以，在猎豹幼崽断奶后，猎豹妈妈会咬住猎物拖着
跑，让孩子在后面追，这样在高强度训练下，猎豹幼崽一
旦学成，就可以追高速奔跑的羚羊了。

非洲大草原上最著名的羚羊——— 汤氏瞪羚，主要天
敌就是猎豹。当小瞪羚出生后，妈妈会用嘴不断触碰小
瞪羚，尤其是腿部，在这种刺激下，小瞪羚会在出生5分
钟内就站起来，之后，在妈妈带领下，小瞪羚出生后15-
30分钟就会短暂奔跑。等到孩子4周大时，瞪羚妈妈会带
着幼崽觅食，此时，妈妈会教孩子哪些植物能吃，以及如
何刨挖植物根部。这样，跟妈妈学习6个月后，瞪羚幼崽
就可以自己在族群中生活了。

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动物是具
有教学能力的，这不仅颠覆了旧有观
念，也让科学家更倾向于将动物的教
学能力看作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在他
们看来，无须纠结猎豹、岩蚂蚁、猫鼬
等动物算不算合乎标准的老师，也无
须把教学理解为一种复杂的认知能
力。想想看，人类母亲与婴儿对话时，
也不清楚孩子的内心世界。但谁能
否认，这不是一种教育的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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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

探索·发现

狐獴父母会耐心地教小狐獴对付危险的蝎子。

①在妈妈帮助下，小瞪羚出生5分钟就能站起来。 ②一只蚂蚁带着伙伴觅食。 ③猴子在洗白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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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狐獴獴是是典典型型的的群群居居动动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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